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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11 日起， 中国铁

路成都局集团公司管内贵州、重

庆、四川三地各火车站迎来以返岗

务工、返校学生、商务等客流组成

且持续时间长的节后客流高峰，成

铁日均加开 108趟临客满足旅客出

行需求。

客运统计数据显示，春运前 20

天（1 月 21 日 -2 月 9 日），成都局

集团公司累计发送旅客 1885.7 万

人次，同比增加 133 万人。 其中，贵

州省、重庆市、四川省和云南昭通

地区分别发送铁路旅客 355.8 万

人、510.8 万人、1016.6 万人和 7.7

万人。

春运上半场，成都局集团公司

的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节前 5 天

（1月 31日 腊月二十七 -2月 4 日

除夕）， 日均发送旅客约 94.5 万

人，主要为贵阳、重庆、成都三地向

周边县市辐射的短途客流。 春节黄

金周（2 月 4 日 -2 月 10 日），成都

局集团公司累计发送约 625 万人，

旅游、探亲客流大幅增加，其中长

途旅客 164 万人、 短途旅客 461.2

万人次。

从 2月 11日起，成铁管内各站

将进入外出（出发）客流持续高位

期，日均发送旅客量将在 100 万人

次以上。 为了方便旅客出行，成铁

从 2 月 11 日起日均加开临客 108

列，其中长途临客 48 列，主要为贵

州、重庆、四川、去往京津冀、江浙

沪、珠三角及福建厦门等地。

由于渝贵铁路向贵广高铁的

快速转接作用，川渝地区去往华南

广州、佛山等城市的临客主要以加

开动车组居多，去往京津冀、江浙

沪和福建厦门等方向的临客则以

增开普速空调列车为主。 同时，还

日均加开短途临客 60列，主要集中

在渝贵铁路、成渝高铁、渝万高铁、

西成高铁、 内昆铁路等热门线路，

方便周边县市旅客向三地客运枢

纽汇聚再向外扩散。

（本报记者 曾秦）

春运过半，贵州铁路送客近356万人———

黔渝川三地迎节后返流高峰

本报讯 针对节后离黔 （出

行）客流高峰，2月 11日至 3月 1

日，贵州铁路增开贵阳始发华东、

华南等多个方向的普铁和高铁列

车共 20 对，及时疏导客流，确保

广大旅客及时抵达目的地。

这批增开的 20 对列车中，贵

阳始发的动车组有 11 对，普速列

车有 9 对，其中，动车组分别开往

杭州东、佛山西、广州南和盘州等

地； 普速列车分别开往上海、杭

州、宁波、宜宾、昭通等城市。预计

日单程最高增运 2 万人以上，往

返 4万人以上。

铁路部门预测，今年节后客

流高峰启动早、 来势猛、 上升

快、持续时间长，华东、华南等

方向列车车票十分紧张， 客流

高峰将持续到 3 月上旬春运结

束以后。

铁路部门提示， 详情请以车

站公告为准， 若有疑问请致电铁

路客服热线“028-12306” 咨询。

（本报记者 曾秦）

■相关新闻

贵铁增开20对列车 应对客流高峰

一.动车组 11对

（1）2 月 11 日 -18 日、2 月

20 日 -26 日，贵阳北至杭州东增

开 G4836 次列车， 贵阳北 15:18

开，当日 23:36 抵达杭州东，历时

8小时 18分。

（2）2 月 11 日 -13 日、2 月

20 日 -21 日，贵阳北至杭州东增

开 G4922 次列车， 贵阳北 18:24

开，次日 1:41 抵达杭州东，历时 7

小时 17分。

（3）2 月 11 日 -13 日、2 月

20 日 -21 日，贵阳北至上海虹桥

加开 G4914次列车，贵阳北 23:00

开， 次日 7:13 抵达上海虹桥，历

时 8小时 13分。

（4）2 月 11 日 -18 日，2 月

20 日 -26 日，贵阳北至上海虹桥

增开 G4832 次， 贵阳北 14:22 开

车，当日 23:39 抵达上海虹桥，历

时 9小时 17分。

（5）2 月 11 日 -18 日，2 月

20 日 -26 日，贵阳北至上海虹桥

增开 G4834 次， 贵阳北 14:45 开

车， 次日 0:02 抵达上海虹桥，历

时 9小时 17分。

（6）2 月 11 日 -3 月 1 日，

贵阳北至佛山西加开 D4255 次，

贵阳北 7:54开，佛山西 13:17到。

（7）2 月 10 日 -13 日，20

日、21 日， 贵阳北至佛山西加开

D4765 次，贵阳北 22:30 开，佛山

西第二日 2:58到。

（8）2 月 11 日 -14 日，21

日、22 日， 贵阳北至广州南加开

D4705次，贵阳北 4:06开，广州南

8:53到。

（9）2 月 11 日 -14 日，21

日、22 日， 贵阳北至广州南增开

D4701次， 贵阳北 5:10 开， 当日

10:26广州南到。

（10）2 月 11 日 -14 日，21

日、22 日， 贵阳北至广州南加开

D4707次，贵阳北 7:10开，广州南

12:47到。

（11）2 月 15 日 -20 日，2 月

23 日 -3 月 1 日， 贵阳北至盘州

加开 G5389 次，贵阳北 18:00 开，

盘州 19:18到。

二.�普速列车 9对

（1）2 月 11 日 -28 日、3 月

1 日， 贵阳至上海南加开 K4672

次， 贵阳 15:12 开， 第二日 23:00

抵达上海南。

（2）2 月 11 日 -28 日、3 月

1 日， 贵阳至上海南加开 K4178

次， 贵阳 12:04 开， 第二日 19:19

到达上海南。

（3）2 月 11 日、14 日、17 日、

20日、23日、26 日和 3 月 1 日，贵

阳至杭州加开 K4600 次， 贵阳 6:

00开，杭州(第二日)13:04到。

（4）2 月 11 日 -28 日、3 月

1 日，贵阳至宁波加开 K4652 次，

贵阳 18:10 开， 第三日 0:38 抵达

宁波。

（5）2 月 11 日 -28 日，贵阳

至宜宾加开 K9541/4 次， 宜宾

（第二日）3:36到。

（6）2月 11日 -28日、3月 1

日，宜宾至广州东加开 K4373 次，

宜宾 5:30 开，贵阳（19:23 到，19:

26开），广州东第二日 0:25到。

（7）2 月 11 日 -27 日，贵阳

至昭通隔日加开 K9525 次， 贵阳

23:38开，第二日 9:40到达昭通。

（8）2 月 12 日 -28 日，昭通

至广州东隔日加开 K4737 次，昭

通 13:50 开，贵阳（22:11 到 22:47

开），第三日 0:53抵达广州东。

（9）2 月 11 日 -28 日，贵阳

至昭通加开 K9591 次，贵阳 18:50

开，第二日 2:30抵达昭通。

本报记者 曾秦

■增开列车具体情况

■数说春节

本报讯 省交通运输厅昨日发布

春节统计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公路累

计发送旅客 1048.15 万人次， 同比上

升 0.19%。 全省高速公路车流总量为

1084.85 万辆，日均 154.98 万辆，同比

增长 13.68%。其中，7座及以下小型客

车总流量 1074.1 万辆，占全部车流量

的 99.01%，日均 153.4 万辆，同比增长

16.77%。 全省高速公路共免收通行费

64261.63万元，同比上升 13.42%。

（本报记者 王芳）

全省公路春节期间

发送旅客千万人次

本报讯 2 月 8 日晚，一年一度

的贵阳市观山湖区西南国际商贸

城春节灯会庙市璀璨启幕。 76组花

灯同时点亮，在灯彩流年的新春盛

景中，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开启了为

期 12天的年味之旅。

据悉，本届灯会庙市由中共贵

阳市委、 贵阳市人民政府指导，中

共贵阳市委宣传部、中共观山湖区

委、观山湖区人民政府、碧桂园集

团、 贵阳西南国际商贸城联合主

办，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改革开

放 40 周年为背景， 延续往届亮灯

仪式、主题灯会、贵州大庙会三大

板块划分，紧紧围绕“奇” 字，全维

度升级现场体验。

当天的亮灯仪式以 “时代黔

行，筑梦贵州” 为主题，共分为“鼓

舞贵州、山湖筑梦、光动未来” 三个

篇章。

其中，“鼓舞贵州” 篇章通过

1949-2019 共 70 秒的数字倒计时，

融合大数据二进制表达， 构成了极

具时代感、 特色感的倒计时方式；

“山湖筑梦”篇章包括开场表演、爱

心企业发言、 爱心故事展演三块内

容；“光动未来” 篇章将当天的亮灯

仪式推向高潮， 随着启动嘉宾将心

型启动装置点亮， 连接启动装置的

7条彩灯带、“数说中国” 70组数字

灯以及全场灯组陆续点亮。 值得一

提的是， 亮灯仪式环节创新设置

“数说中国” 灯光矩阵秀，特别选取

1949—2019 区间的 70 个数字制作

数字灯， 每一组数字中融入当年重

大事件，献礼建国 70周年。

亮灯仪式的舞台设计与表演

也别具匠心，首创灯组、景观、表演

三位一体的沉浸式舞台，将贵州少

数民族元素———蜡染卷草纹融入

舞台形象设计中，两侧牌坊镶嵌数

万颗灯珠， 结合假山步梯功能，将

灯、景、表演融为一体。 表演环节则

以“追梦人” 为关键词，以“光” 为

核心表现手段， 融合贵州文化元

素，先后上演了太阳鼓、朗诵、现代

舞等精彩节目，展现“追梦不息”

的时代精神。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到 2 月 19

日（正月十五），为期 12 天。 市民

和游客可畅享游灯会、 逛庙市、吃

美食、 看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欢度一个年味十足的春节。

（本报记者 张鹏）

观山湖区灯会庙市璀璨启幕

■逛庙会

76组花灯同时点亮，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开启了为期12天的年味之旅

本报讯 2 月 11 日，记者从省

文化与旅游厅获悉， 贵州省将于

2 月 15 日至 18 日在香港沙田公

园举办 “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

风” 2019 欢乐春节香港文化庙会

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以“山地公园

省·多彩贵州风” 为主题,由中华

文化联谊会、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

基金会、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公室、

亚洲旅游交流中心和香港联合艺

术发展中心联合主办。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重点分为

“多彩贵州国际摄影大展” 、“黔

地珍宝———来自深山的集市” 、

“多彩贵州———民族文艺展演” 、

“魅力贵州———非遗体验展” 、

“互动贵州———看贵州、 听贵州、

玩贵州” 五大板块，充分展现贵州

的独特魅力。（实习记者 申旭旺）

■相关新闻

贵州将在香港举办春节文化庙会

灯会庙市启幕现场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贵阳市公安

局了解到，在今年春节期间（2 月 4 日

-2月 10日），贵阳市共接各类报警电

话 17484 起，有效报警 9748 起。 刑事

警情数较去年下降 35.5%，其中盗窃较

去年下降 43.9%，抢劫 0 起（较去年下

降 100%）， 强奸 0 起 （较去年下降

100%）。全市共破案 7起，打击处理 60

人，抓获网上在逃 8人。

（本报记者 李慧超）

较去年下降35.5%

贵阳刑事警情数春节期间

本报讯 2月 11日，中国银联发布

数据，2019 年春节 （2 月 4 日至 2 月

10 日）期间，银联网络交易再创春节

长假历史新高， 交易总金额首次突破

万亿级，达 1.16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 71.4%。

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银联卡日常类

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4.7%，高于平均增

幅。 黄金珠宝类消费备受欢迎，金额同

比增长超过九成。（本报记者 王蕾）

银联网络交易

总金额首破万亿元

本报讯 今年春节期间，贵阳共有

60多万多市民、超过 14万台车辆前往

14 家公墓祭扫，双双创下历年同期最

高记录。贵阳市殡葬管理所监测显示，

9成以上市民首选鲜花祭祀。

据贵阳市殡管所不完全统计，春

节期间，贵阳红枫艺术陵园、思亲园、

宝福山、福泽园、凤凰山、修文天龙山

等 14 家公墓累计有 60 多万市民前往

祭扫，比去年同期增加约 3万人。

（本报记者 曾秦）

贵阳假期公墓祭扫

50多万人鲜花祭祀

本报讯 2 月 11 日， 记者从贵阳

市文化与旅游局获悉，春节期间，贵阳

市累计接待旅游人数 610.67 万人次，

同比增长 23.13%；旅游收入 271047 万

元，同比增长 26.72%。

贵阳市有 3 处景区接待游客突破

10万人次， 其中黔灵山公园接待 45.1

万人次，远远多于其他景区；青岩古镇

接待 145818 人次； 天河潭景区接待

137993人次。 （实习记者 申旭旺）

六百万人次游贵阳

春节期间


